
01《珍惜。分享》 
Key : D  Time : 4/4  Tempo : 80                                                          詞:日鳴   曲:Jingle Bell 

 

(Verse01) 

求珍惜太平  求珍惜性命  求珍惜快樂  心境不冷冰 

求珍惜友情  求珍惜憇靜  求珍惜仁愛與恕  紛爭會暫停 

 

(Chorus) 

多少悲哀數不清  讓禱告說清  多少紛擾數不清  讓神扶助重整 

多少孤單數不清  用心誦聖經  愛說愛笑愛互助  此生愛未停 

 

(Verse02) 

求分享太平  求分享使命  求分享快樂  心境不冷冰 

求分享友情  求分享憇靜  求分享仁愛與恕  紛爭要暫停 

 

(Chorus) 

多少悲哀數不清  讓禱告說清  多少紛擾數不清  讓神扶助重整 

多少孤單數不清  用心誦聖經  愛說愛笑愛互助  此生愛未停 

 

(Ending) 

愛說愛笑愛互助  此生愛未停 

 

創作意念 : 

2015 年 11 月 13 日，法國巴黎發生襲擊事件，造成 130 人遇難，368 人受傷，此事也被喻為

歐洲的 911 事件，今人哀傷不已。這首歌是寫給遇難者及其家人，盼能傳達關愛，撫平傷口，

不要延續仇恨，不要讓仇恨製造更多的仇恨，盼憑禱告、誦讀聖經及依靠神來跨過。 

02《拍翼再飛》 
Key : G  Time : 4/4  Tempo : 62                                                  填詞: 呂晴、呂俊標    曲: My Bonnie 

 

(Verse01) 

人生千百章節可細味  其中不免有樂有悲  何須早晚苦惱緊皺眉  來讓不快事纏著你 

誰也曾經碰著極壞事情遇過痛悲  唯要學懂世上事沒十全十美 

 

(Verse02) 

難關飄至不應該退避  拿出朝氣拍翼再飛  前方必有廣闊天與地  忘掉傷痛翱翔萬里 



迷惘霧中看十字上是誰共你一起  慈愛目光賜力量默默傳道理 

 

(Verse03) 

難關飄至不應該退避  拿出朝氣拍翼再飛  前方必有廣闊天與地  忘掉傷痛翱翔萬里 

無畏逆境竭力邁步定能覓到轉機  還要樂觀快樂便換掉煩悶氣  豁逹就是做人道理 

 

創作意念 : 

看罷禮賢會微電影「三人行」後，我希望可把當中勵志内容融入歌曲中。故事描述三位青年

人各因眼前的短暫不如意而沮喪。他們偶遇，並互相分享鼓勵，最後明白就算遇到再糟糕的

事，只要樂觀，終有方法解決。我希望微電影中的道理，能藉著歌曲繼續傳遞，給逆境中的

朋友多一點鼓勵和力量。 

 

03《福樂人生》 
Key : A    Time : 4/4   Tempo : 90                                            填詞: 葉明海、霍子禧   曲: Nowell 

 

(Verse01) 

當天我遊歷四方  望見天空海闊  是這恩典福氣讓我心裡細味 

這份情誰料永久  但祢應許不變  是祢犧牲的愛讓我歡喜快樂 

祢是神陪著我走  一生中豐富  讚頌父奇妙大愛耶蘇 

 

(Verse02) 

當天我遊歷四方  望見天空海闊  是這恩典福氣讓我心裡細味 

祢是神陪著我走  一生中豐富  讚頌父奇妙大愛的計劃 

今天我拿著結他  此一剎頌唱讚歌  讚頌父奇妙大愛耶蘇。 

 

創作意念 : 

希望大家知道無論發生什麼事，你的人生如何，都有一位上帝陪著你走，人生是美好的。 

  



04《荊棘。十架》 
Key : C    Time : 4/4   Tempo : 68                                                       填詞: 大雄    曲: Oh Susanna 

 

(Verse01) 

曾在俗世裡  彰顯主的愛  負上荊棘與十架 

凌辱及唾棄  苦楚都不怕  面對險阻不驚訝 

 

(Chorus) 

到處佈福音  相信了必得救恩 

園墓內基督  死去再復來  為眾生得到拯救 

隨伴著基督  得到主的愛  用信心盼望未來 

(Fill-in) 

(Chorus) 

到處佈福音  相信了必得救恩 

園墓內基督  死去再復來  為眾生得到拯救 

隨伴著基督  得到主的愛  用信心盼望未來 

 

創作意念 : 

記念主耶蘇佈道事跡，受著謾罵、凌辱，以及刑獄之苦，最後復活永生，並為世人證明天主

的救恩仍在，凡相信的都必得救。 

05《齊來見證主恩典》 
Key : D    Time : 4/4   Tempo : 72    填詞:劉思敏、莊詠漩、黃沛樂 (聖公會基孝中學)  曲: Twinkle Twinkle Litter Star 

 

(Verse01) 

齊來見證主恩典  快快樂樂望著前  歡歡笑笑進聖殿  高聲敬拜於今天   

常存感恩多一點  主的恩光在面前 

 

(Verse02) 

從前我愛 Hal-lo-ween 最怕魔鬼的挑戰  今天我愛主冠冕  真心去將身心獻 

齊來將主恩彰顯  戰勝魔鬼的挑戰  

 

(Ending) 

盼你愛上這詩篇  讚美妙樂響千遍 (fine) 

 



創作意念 : 

此歌曲主要分為三段 :  

第一段是鼓勵身邊的人到教會, 感受聖殿愉快的氣氛;  

第二段是講述信主前後的轉變, 如去參加萬聖節, 或是害怕魔鬼試探, 但現在愛主後, 願意

將身心奉獻於傳福音, 不再怕魔鬼了。 

最後, 我們希望聽眾會愛上這首歌吧! 

 

06《回家》 
Key : G  Time : 4/4  Tempo : 106                             填詞: 何浩賢   曲: It came upon the mig-night clear 

 

(Verse01) 

曾經在都市失去方向  炎夏內有各種聲響  寒冬在苦笑路途漫長  遺下愁緒及惆悵 

今天耶和華重現路向  天天照亮朝望牧場  時刻念主祂的愛不變  美好記憶共懷緬 

 

(Verse02) 

回家內使我做回牧羊  常伴我對十架景仰  從此在家中得到溫暖  齊共聚快樂同唱 

今天耶和華重現路向  開心暢聚同渡夕陽  時刻念主祂的愛不變  美好記憶共懷緬 

 

創作意念 : 

出外闖蘯太久，是時候回家，重返神的懷抱，行祂的道路，重拾盼望、信心與愛。 

 

07《別為明天憂慮》 
Key : A  Time:4/4   Tempo : 100                                                填詞: 譚信堯   曲: New World Symphony 

 

(Verse01) 

望鮮花不紡線  仍舊多優雅  望小草枯萎了  再可開遍野 

望天空小鳥飛  莫需多掛牽  在基督的手裡  已供給最美 

 

(Verse02) 

望高山多優美  神造這一切  在漆黑深谷裡  你都必帶領 

讓今天的困苦  讓今天去當  別操心少悲憤  主都必眷顧 

 

(Ending) 

讓基督進我心  不再需懼怕 



創作意念 : 

「不要為明天憂慮, 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神為我們準備了最好的東西, 所以我們只要熱愛生命, 活好每一天。 

 

 

08《永伴同行》 
Key : C  Time : 4/4  Tempo : 65                                                 填詞: 非比    曲: Joy to the World 

 

(Verse01) 

怎麼傷痛總揮不去  每天困憂沒了   

怎麼多荊棘阻我路  怎麼多衝撀使我怒  淚滴汗滴沒曙光 

叫亦無援誰憐  憫  盼望明天拋開困惑驅走黑暗 

 

(Verse02) 

天高海濶繼續前行  縱添創傷未怯   

將心聲感觸都透露  將抑鬱苦楚止了步 

莫懼莫亂莫怕高  發力前行求能做到 

試問誰可紓解困惑快樂同尋 

可紓解困惑快樂同尋 

 

(Verse03) 

真心禱告愛是大能  這刻信心漸建 

感激祂伸手指正道  感激祂光輝千百度 

導善導牧道已鋪  愛是無涯齊齊頌唱 

冀望神恩今天以後永伴同行 

恩今天以後永伴同行 

 

創作意念 : 

面對困惑、傷痛或衝擊，何不找人及神傾訴？你一定可藉此得到紓緩和啟示。 

 

  



09《告別悶困》 
Key : D    Time : 4/4   Tempo : 98                                              填詞: 呂晴、林小玲      曲: Ten Little Indian 

 

(Verse01) 

有困惱有重擔悶困學堂  天天考天天測令我極忙 

欠勇氣欠鬥志願飛出天際  不怕各樣問題 

 

(Verse02) 

笑與喊責與讚驟往驟來  披荊斬棘傷心盡放路旁 

縱挫折縱冷語但有祢護航  得眷顧得釋放 

 

(Verse03) 

信與愛盼滿載覓新方向  不必多兜圈子自困圍牆 

我與你你與我盡展開朗  歡欣種籽輕播 

 

(Ending) 

有拼勁有壯志受主恩護航  開創新的境況  今天多麼開朗 

 

創作意念 : 

你有學業上的煩惱嗎？挫折是人生必經的旅程，但天父和家人都會永遠支持你，並且為你打

氣！ 

  



10《我愛主日學》 
Key : D  Time : 4/4  Tempo : 85                                                           詞:小明  曲:Long long ago 

 

(Verse01) 

閱讀聖經讓我心得潔淨  多麽快樂多麼高興   

背頌聖詩讓我了解意義  得主的愛得恩賜 

 

(Chorus01) 

高聲歌唱  齊開心歌唱  天天歌唱  齊歡欣的唱 

學習聖經讓我信主永在  得到盼望得到愛 

 

(Verse02) 

閱讀聖經讓我心得潔淨  多麽快樂多麼高興   

背頌聖詩讓我了解意義  得主的愛得恩賜 

 

(Chorus02) 

天天嬉戲  齊翩翩起舞  寫作故事  齊聽得起勁 

運動唱歌令我更加壯健  得主恩賜得本領 

 

(Ending) 

學習聖經讓我信主永在  得到盼望得到愛 

 

創作意念 : 

描述兒童參加教會主日學，當中各項活動和學習主題，讓兒童認識聖經真理，有莫大裨益。 

 


